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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迪的挑战者

距离 $%"& 年的印度大选虽然还有
一段时间! 但总理莫迪的挑战者正渐渐
浮出水面"本期#今日印度$杂志认为!国
大党领导人拉胡尔%甘地目前尚未表现
出能挑战莫迪所需要的耐力与坚韧!但
政坛女强人&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
塔'班纳吉已有足够的雄心和能力去参
与大选!相信她将给莫迪带来巨大压力"

印度政坛不乏女性领导人! 如前总理英
迪拉'甘地!拉胡尔的母亲&前国大党领
导人索尼亚'甘地等!这一次班纳吉又将
带给印度人怎样的惊喜呢"

移民是难题!也是欧洲足球的福祉
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议会发表法

国 !绝不接受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驱逐

难民"的言论时#千里之外的俄罗斯#

法国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基里安$

姆巴佩正成长为最炙手可热的新星%

难民问题是整个欧洲正面临的一

大难题#但马克龙一定知道#移民对于

法国足球的贡献不言而喻& 姆巴佩的

父亲正是数十年前以难民身份从喀麦

隆来到法国# 而这支正在追逐最高荣

誉的法国队阵中# 纯正的法国人其实

只有两位而已%不仅仅是法国队#昔日

血统纯正的英格兰与比利时正变得同

样色彩斑斓#丹麦'瑞士都通过大批移

民球员的加盟重装上阵#连俄罗斯'瑞

典这样的!边缘角色"都开始享受移民

足球的红利# 本届世界杯正不可避免

地成为移民球员的舞台%

欧洲足球正因移民而获益

法国国家队在决定本届世界杯的

参赛名单时#曾遇到了幸福的烦恼%以

至于有人认为# 法国队的落选球员如

拉卡泽特'本泽马'马夏尔'拉比奥特

等人可以组成另外一套阵容征战世界

杯%法国足球人才之所以!过剩"#最主

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的贡献% 法国

对移民的态度非常宽容#也正因为此#

德尚手中握有庞大的移民球员资源%

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$'人中#法

国队内纯正的法国人只有两位(((右

后卫帕瓦尔和替补前腰托万% 乌姆蒂

蒂)喀麦隆*'曼丹达)民主刚果*出生

在非洲# 而勒马尔则来自法国的海外

省瓜德罗普# 同样有海外省马提尼克

血统的是瓦拉内# 而其他深色皮肤球

员都无一例外地拥有非洲血统# 比如

父亲来自马里的有坎特'西迪贝'登贝

莱 )其母有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血

统*+ 马图伊迪是安哥拉和刚果混血

儿+而博格巴的父母均来自几内亚#其

哥哥弗洛伦丁和马蒂亚斯均出生于几

内亚# 如今为几内亚国家队效力,,

而北非的前殖民地国家也为法国队输

送了大量人才& 费基尔与齐丹一样来

自阿尔及利亚人家庭 )其实姆巴佩也

有一半阿尔及利亚血统*#拉米的父母

都是摩洛哥人 )而法国最早的世界杯

英雄方丹其实是出生在摩洛哥的法

国(西班牙混血*% 这支法国队还有了

来自亚洲的代表# 第三门将阿雷奥拉

的父母均为菲律宾人% 甚至队内的白

人也大多有着国外的血统# 比如格里

兹曼的母亲是葡萄牙人' 吉鲁的外祖

母是意大利人' 左后卫埃尔南德斯来

自定居法国的西班牙家庭%

何止法国# 比利时与英格兰队也

从移民政策中受益# 移民球员均占本

队世界杯阵容的近五成% 比利时足球

能有今日成就# 与上世纪中期北非独

立运动和刚果军事政变导致大批难民

涌进本国有直接关系% 当年比利时政

府照单全收的做法曾引发民众恐慌#

却不曾想为今天比利时足球的崛起埋

下种子% 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布鲁塞尔

!金沙萨区"# 成了另一座足球移民的

富矿&卢卡库的父母是刚果裔移民#费

莱尼和沙德利来自摩洛哥人家庭#阿

扎尔则是阿尔及利亚后裔,,

事实上# 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)*

支欧洲球队中#除了冰岛'塞尔维亚'

克罗地亚三队# 其他球队均有输入型

移民球员 )后两队其实都有输出型移

民球员# 如克罗地亚的拉基蒂奇和塞

尔维亚的维尔耶科维奇均出生于瑞

士*%甚至连一向民风保守的波兰和俄

罗斯也有此例# 波兰的*号中卫迪亚

戈$西奥涅克和俄罗斯的主力右后卫

马里奥$费尔南德斯均来自巴西%可以

毫不夸张地说# 正因为移民球员的出

现和普及# 让实现多元文化交融的欧

洲足球有了质的提高%

!""#年的 !$%"队曾令
法国空前团结

在欧洲# 足球层面的多元文化融

合从来都比社会融合更进一步%法国'

比利时与英格兰队内的移民球员占比

均远远高于本国的移民人数占比% 移民

后裔在足球上的成功# 也反衬出移民在

其他职业方向的上升通道有多狭窄% 法

国作家皮埃尔$布尔迪厄在写作-世界的

重量.时采访了大量法国边缘人群#多数

人都在抱怨移民后裔!无所事事#破坏社

区"#甚至同样贫困的白人也在抱怨阿尔

及利亚青年!不工作#不吃苦#充满暴力#

是麻烦的来源"%在移民后裔找到改变命

运的新方式之前# 足球成了少数族裔年

轻人跨入上层的最快捷方式%

今天的这支法国队很难不让人将其

与)&&+年在本土夺冠的那支法国队联系

在一起% )&&+年法国世界杯上的那支混

编部队#堪称法国社会多元文化'种族融

合的典范 % 包括齐丹 ' 德塞利 ' 卡伦

布' 亨利' 维埃拉' 图拉姆' 特雷泽盖

和皮雷等在内的)'人均为移民后代% 除

了阿尔及利亚裔的齐达内# 前锋德约卡

夫是亚美尼亚混血# 后卫图拉姆出生于

法属瓜德罗普岛# 中场的维埃拉则来自

塞内加尔,,正因为此# 法国人将其称

为!',"球队%所谓!',"即指法语!,-./0"

!,-.1/"!,234"三个单词开头的 !,"#也

就是!黑色"!白色"!黄油色"#意指这支

球队由黑人'白人与阿拉伯人组成%

"&&+年!月"$日#法国队在法兰西大

球场以'比%完胜巴西# 历史上第一次捧

起世界杯冠军奖杯% 法兰西大球场看台

上回荡着 !法兰西万岁 #黑人(白人(阿

拉伯人"的歌声#人们兴高采烈地一起挥

舞着法国国旗与阿尔及利亚国旗% 据当

年报道# 法国人在巴黎举办了自二战胜

利以来最盛大的街头派对# 这成了一个

让所有法国人情感得以高度共鸣的日

子% !',"球队的夺冠被法国人视为!民

族大团结"的重要象征#使国家获得了迫

切需要的空前团结与凝聚力%

距离!法兰西之夏"过去已有$%年#

与"&&+年相比# 如今呈现在法国人面前

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和空前加

剧的种族问题&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#极

端对立的宗教和族群矛盾# 极右翼政党

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,法国舆论寄望于

这支甚至比"&&+年 !',"球队更能代表

多元文化的法国队# 能让国家再次团

结在一起% 在球队出征俄罗斯世界杯

前的5月初#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克莱

枫丹的训练基地看望国家队时表示#

希望他们能带回胜利#并向着!国家大

团结" 目标迈进&!我对你们非常有信

心#全体法国人也对你们有信心%你们

是帮助我们国家恢复自信的人%"而在

半决赛时# 马克龙也亲自前往圣彼得

堡泽尼特体育场为法国队打气助威%

他希望# 如今这支更多元也更年轻的

法国队能像"&&+年的 !',"队一样取

得伟大的胜利#帮助法兰西走出创伤#

恢复自信%至少现在#法国队距离奇迹

又近了一步%

!经济学人" ! 月 ! 日

印度女性

印度女性的低就业率是这个国家仍
然如此贫穷的一大原因 " 过去十几年
间 ! 印度工作女性正以惊人的速度消
失" 女性就业率已从 $%%6 年的 '6!下
降到如今的 $5!" 然而 ! 更多的女性
参加工作为印度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
的" 除经济利益之外! 还有其他无法估
量的隐形利益! 比如工作女性更有可能
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投入更多资金! 并
对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有更多发言权"

!旁观者" ! 月 ! 日

&"' 周年纪念

)&% 年前! (旁观者$ 的诞生就代
表着英国幽默与民主的辩论 ) )&% 年
间! 它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而发声*

现在困扰欧洲大陆的并非民粹主义! 而
是那些拒绝讨论的政客* 只有政客愿意
参与讨论时! 问题才会更加容易解决*

这就是我们今天努力做的事情! 因为我
们的国家需要它*

$ 小时 (' 分钟

俄罗斯 !进步 78"%&" 号货

运飞船 )% 日上午把一批补给运送

至国际空间站# 从启程到抵达全程

耗时不到 * 小时# 创太空 !物流"

速度新纪录%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

道# 起飞 ' 小时 *% 分钟后# 飞船

以自动模式对接国际空间站# 比预

计抵达时间提前 & 分钟% 这是 !进

步 78"%&" 号首次采用 !超快 "

模式飞行% 先前# 同一航程耗时最

短 6 小时 '& 分钟# 最长两天时间%

)'' 万

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

近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# 自#$%&

年首名试管婴儿诞生以来# 全球已

有超过&''万试管婴儿降临人世 %

报告估计# 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的试

管婴儿治疗周期超过 ('' 万个# 目

前每年成功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婴儿

人数已超过 )' 万%

一周封面

一周数字

$%)+年的夏天注定因为足球而喧

闹% 当俄罗斯世界杯即将迎来决赛的

高潮# 作为卫冕冠军和现世界排名第

一的德国队却已经回家两个星期了%

强大的德国队在小组赛即告出局#是

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% 而留意国际

新闻的读者们一定知道# 就在德国队

折戟沉沙之时# 德国国内的政坛也不

太平# 由于总理默克尔和执政同盟基

社盟在难民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#这

位德国队!头号女球迷"所领导的联邦

政府一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%

在德国# 足球向来被认为是政治

的延伸%在德国队爆冷出局后#德国媒

体也尝试将德国队的失利和德国政治

的乱局联系起来%当然#绝大部分媒体

还是愿意给两者建立起并列的关系#

认为德国近期!国运不顺"% 正如一名

德国网友在论坛留言所称&!过去#我

们德国有两样东西以发挥稳定闻名世

界#一个是我们的足球队#另一个是我

们的政府%而现在#他们成了过去式%"

也有部分媒体试图在德国队失利

和政治混乱之间建立联系% 例如德国

-体育图片报.撰文指出#德国队内部早

已产生了不合和内斗#正是内斗导致德

国队在世界杯中遭遇惨败% 据该媒体

称#这支德国队内部分为两派#一派以

拜仁慕尼黑球员为主#主要成员包括诺

伊尔'穆勒'胡梅尔斯和前拜仁球员克

罗斯# 另外一派则以赫迪拉为首的所谓

!移民派"#其主要成员还有厄齐尔'京多

安和来自拜仁的杰罗姆$博阿滕%

据说# 在首战对阵墨西哥前#!拜仁

派"对勒夫启用厄齐尔作为首发不满%不

满的源头就是6月中旬厄齐尔和另外一

名国脚京多安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

影#并公开为土总统选举站台#这两位土

耳其后裔引发了对国家的忠诚问题% 而

!移民派"则对由诺伊尔'胡梅尔斯'克罗

斯和穆勒等组成的球队委员会非常不

满# 因为队委会没有在教练组弃用勒罗

伊$萨内这件事上发挥积极的作用(((

萨内的母亲虽然是曾夺得洛杉矶奥运会

铜牌的德国艺术体操名将雷吉娜$韦伯#

其父却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移民%

德国足协立刻对此类报道提出了反

击# 表示这些对于德国队内部分裂的指

责纯属无稽之谈#球队非常团结%德国严

肃周报-时代.也指出#这些强行将足球

和政治相联系的做法有些牵强附会#也

显得过分敏感% !拜仁派"与!移民派"的

内斗#很可能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说#但如

果回顾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的德国舆论#

就会发现那些在德国队效力的具有移民

背景的球员# 确实背负上了原本没有的

压力和纷扰%

$%)5年# 时任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

党副主席高兰在接受德国第一大报 -法

兰克福汇报. 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&!人

们觉得杰罗姆$博阿滕作为足球运动员

挺不错# 但他们不想有一个博阿滕作邻

居% " 在柏林出生的博阿滕母亲是德国

人#而父亲是加纳人#其同父异母的哥哥

凯文(普林斯$博阿滕选择了为加纳而

战# 兄弟俩曾在$%)%年的世界杯赛场上

直接对话# 小博阿滕对于德国的忠诚早

已无须去证明% 高兰的这一表态立即引

发了民众强烈的反应# 随后德国舆论和

政客也对他口诛笔伐% 但令人瞠目结舌

的是# 高兰凭借其激烈的反移民和反难

民立场#不仅没有失去参政资格#更是随

后成为选择党的主席% 而在今年世界杯

第二场小组赛中# 德国队未将厄齐尔列

入首发阵容# 德国选择党的另一位高层

魏德尔对此评论称# 这是选择党发挥了

影响力的结果%在厄齐尔'京多安与土耳

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曝光后# 魏德尔

就曾在脸书上写道&!厄齐尔和京多安应

该在家待着/ "在这位右翼女政客看来#

厄齐尔和京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%

自$%)6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# 已有

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德国# 这些难民

在进入德国后给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

挑战%加之频繁出现难民发动恐怖袭击'

涉及例如奸杀这样的恶性刑事案件#德

国社会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反感上升到前

所未有的程度#!移民"!难民"!宗教"!融

合"等词汇更是成了德国舆论的敏感词%

土耳其人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#

而厄齐尔' 京多安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代

土耳其移民# 本被视为土裔融入德国社

会的典范%然而#这两位球星却会见了埃

尔多安#并称其为!我的总统"%这撩动了

德国民众本就敏感的神经# 批判之声

从四面八方涌来%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

德尔表示&!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

的球员的特殊处境# 但埃尔多安先生

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

观% "很难想象#这些批评声不会影响

这两位球员参加世界杯的心情%

在本次世界杯上# 每一次德国队

的失利# 有移民背景球员都会首当其

冲地遭受质疑% 在爆冷不敌韩国队赛

后# 厄齐尔因为种族主义言论同看台

上的德国球迷争吵的画面通过媒体传

向了世界# 也让真正喜爱这支球队的

民众感到心痛%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#

厄齐尔发布推特表示&!小组赛中即遭

淘汰#内心很痛苦%我们的确踢得不够

好% 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% "

结尾处他加了!对种族主义说不"的标

签%但已有不少媒体发布消息称#这位

德国队史上最佳的土裔及有移民背景

的球星#很可能就此退出德国队%

德国队在国内黯然解散# 勒夫的

留任也已板上钉钉% 基民盟和基社盟

在难民问题上的妥协# 也让联邦政府

暂时远离了崩溃危机% 而德国的难民

危机却远远还未结束%根据民调显示#

在保守的巴伐利亚州# 极右翼政党选

择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基督教社会

联盟(((该党在二战以后从未失去对

巴伐利亚州的执政权% 无论政治将如

何发展# 我们依然希望能给足球留下

一片净土% $本报柏林!月))日专电%

清晨6点!阳光从百叶窗帘的缝隙中
间无情地入侵! 慢慢盖住我的床头!$点
多才睡下的我无可奈何地醒来* 这是白
夜季节的圣彼得堡* 凌晨一两点天际还
有粉色的霞光! 几乎没有彻底变黑的时
刻! 不过三个多小时之后阳光又铺满城
市的每个角落* 最多只能睡四个小时的
日子!短短两周我感觉身体烧光了*

这正是白夜的圣彼得堡* 城市中心
荡漾着无休止的节日气氛! 呆在屋里是
一种罪恶!你只想走出去汇入人流*世界
杯开幕的那天! 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
似乎一夜之间从地底冒了出来! 填满了
涅瓦大道* 三五个人举着自家国旗喊几
嗓子!就能引来一群人和手机的围观!如
果再有几件乐器或者配上随便什么舞
步!掌声+欢呼&歌声马上汇成一片海洋"

但是! 离开了涅瓦大道和冬宫周边
旅游者集中的区域! 白夜的圣彼得堡又
出奇的安静" 我住在位于圣彼得堡市中
心三条主要河道中间的那条,,,格里博
耶多夫运河边上! 因为住处离马林斯基

剧院不远! 楼下还有一家专门卖旅游纪
念品的大型超市! 所以刚入住时担心周
围会很吵- 出乎意料的是! 不过晚饭时
分!河边小巷内已经见不到什么人"一部
分圣彼得堡当地人在世界杯开幕前已经
离开对他们而言拥挤嘈杂的城市! 趁着
好天气去国外或者近郊的自家乡间小屋
度假去了" 河道边那些略显老旧的沙俄
时期建筑几乎都是半空的! 不少房间或
在重新装修或打出了出租的招牌! 这些
空房相当一部分将被改造成为商用空间
出租!入住的高峰期看来要等到入秋了"

)'年前第一次来俄罗斯时已经被告
知!苏联解体以来!圣彼得堡的城市改建
速度落后于莫斯科大约)%年到)6年" 上
世纪&%年代末开始! 资本和政治资源向
莫斯科进一步高度集中! 让两个城市的
更新改造速度拉开了距离"过去两年!莫
斯科的城市重建速度又经历一个飞跃!

中心城区的光鲜亮丽让不少人感叹./现

在的莫斯科是一座真正的欧洲城市0-相
形之下!彼得大帝心目中/通往欧洲的窗
口0+经常被称为/比欧洲还要欧洲0的圣
彼得堡! 似乎懒洋洋地躺在自己帝国时
代的旧日堂皇之上! 半醉半醒+ 不愿起
身- 除了中心区几处旅游景点修葺一新
之外! 城市中心区太多的老建筑都是一
副百废待兴+又不愿复兴的模样-

贪便宜! 赶早场去和大妈大叔排长
队看了一部刚上映的新片(盛夏$- 关于
上世纪+%年代初圣彼得堡地下摇滚传奇
人物的传记片! 被拍成了两个多小时超
长的79:! 天籁般的律动恣意表达着只
属于夏日青春的情绪- 吸引我的除了音
乐之外! 还有影片里展现的)&+%年代的
圣彼得堡-看完电影走出剧院!顶着中午
的阳光!我立刻意识到!剧中诸多关于这
座城市的场景其实不需要太多调整!直
接就可以在当下的圣彼得堡展开! 调成
黑白色!就是导演想要的)&+%年的感觉-

再从市中心向外走远些! 特意按图
索骥去看了圣彼得堡几处构成主义建筑
比较集中的地区-上世纪二三十年代!圣
彼得堡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曾是构成主义
的天下! 作为泛欧洲建筑运动中的苏联
分支! 这个先锋运动在建筑领域的实践
饱含对革命后重构新世界+ 尤其是城市
生活的想象热望! 包括摈弃个人转而超
越到一种新的集体生活! 这种新生活又
不同于之后苏联被众人诟病的/火柴盒0

式集体住宅-在白夜的阳光下!我看到的
是各种简洁线条和几何结构大胆组合塑
造出的学校+医院+活动中心+邮政局+食
堂+浴室!是一个个曾经孕育过全新生活
理念的社区- 虽然这些没有成为旅游景
点的文化遗产如今维护得不如人意!但
在八九十年之后! 这些建筑大部分依旧
在使用! 当年社区的基本结构也得以延
续!在那里还能看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-

站在老城区任何一个高点向西北角

望去!一座*5$米高的火焰状大楼清晰可
见- 这座作为欧洲最高建筑的拉赫塔中
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总
部-大楼的最初选址是在历史城区内!但
被认为会破坏传统的城市天际线! 同时
造型象征着莫斯科的铜臭气! 因此最初
的方案遭到圣彼得堡多个市民组织和联
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对-如今!离开
历史城区的拉赫塔中心即将完工! 甚至
有可能成为圣彼得堡新市中心的基础-

我所在大学的俄罗斯同行不止一次
向我解释本校莫斯科分校和圣彼得堡分
校政治学 ;国际关系同行圈内的地域差
别.莫斯科的同行离权力太近!少了点学
院派对于研究和教学的重视! 政治立场
上近年来也有自我封闭的倾向) 而圣彼
得堡的同行更认同自己属于一个超越俄
罗斯的国际学术共同体- 而白夜期间也
是他们举办各种暑期班+ 国际学校的最
好时机! 因为白夜里的圣彼得堡对世界
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-

要把这么多关于圣彼得堡的影像+

符号都糅在一起! 白夜时期缺觉的我有
点力不从心- 只能说!离开冬宫+涅瓦大
道+彼得保罗要塞和滴血教堂!这些也都
是白夜的圣彼得堡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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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法国队首发球员拍摄全家福# 其中只有手执队旗的帕瓦尔一人是 $纯正的法国人%& 视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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